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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600 多亩地，种植的是‘婴泊
700’节水高产小麦品种。这个品种的小麦产
量高，抗倒抗冻抗干热风，好管理。”站在田埂
上，望着滚滚麦浪，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大曹
庄农场种粮大户苏良琴喜上眉梢。
　　芒种时节，冀南大地上小麦迎来收获季。暖
风吹过田野，激起一层层金黄麦浪。一台台收割
机轰鸣着来回穿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虽然去年遭遇罕见秋汛，麦田播种时间
推迟，但由于小麦品种好、田间管理到位，今
年苏良琴种植的小麦，亩产能达到 1200 斤
左右，跟去年基本持平。
　　宁晋县是河北省第一产粮大县，常年小
麦播种面积 93 万亩、玉米 97 万亩，全年粮
食产量在 90 万吨以上。作为华北重要滞洪
区，宁晋县地势低洼，受去年秋汛影响，当地
大部分麦田小麦晚播了 15 天左右，最晚的
推迟播种近一个月。

　　“正常年份，冬前一二类苗占比可达 95%
以上。但去年三类及以下苗占 60% 多。”宁晋
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郭英明说。为夺取
夏粮丰收，县里组织 120 多名农业科技专员
进村开展技术指导，通过镇压保墒、喷施复配
药剂等多种措施，促进弱苗转壮。到今年 3 月
初，全县麦田二三类苗占比已大幅下降，为夏
粮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作为河北省产粮大县，宁晋县努力推进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县麦田通过喷灌、管
灌、滴灌等技术，基本实现了节水工程全覆
盖。先进农业科技广泛运用，也为提高生产
效率、保障粮食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润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了
3000 多亩农田，种植小麦和玉米。“三夏”
大忙时节，合作社理事长张军永内心却淡
定从容。“现在，麦田耕、种、管、收实现了机
械化，喷洒农药使用农业无人机，省时省

力。”张军永说，他们的农田采用了固定式
喷灌等技术，3000 多亩农田的浇灌工作，
3 个人就可以管理。麦收时，联合收割机三
四天就可以收割完，而且能前边割小麦，后
边种玉米，一条龙作业不停歇。玉米播种
后，当天就可以浇水。
　　目前，宁晋县土地流转率约有 40% ，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
遍都拥有先进农业机械。同时，全县农业社
会化服务普及率接近百分之百，土地未流
转的农户也可以做“甩手掌柜”，耕、种、管、
收等作业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土地托管服务
人员来实施，高效快捷，省心省力。
　　“我们将抓紧搞好‘三夏’生产，确保夏
粮丰收到手，秋粮播足管好，努力实现全年
粮食稳产增产，完成今年 90 万吨粮食生
产目标任务。”郭英明说。
    （记者齐雷杰）新华社石家庄电

这 里 的“ 三 夏 ”为 何 省 时 省 力 省 心
河北第一产粮大县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效果显著

水稻“孤岛田”变连片地背后的经济账
湖南益阳种粮大户：“每亩每季至少又能多赚 100 元”

　　尽管距离早稻收获还有一个月，但湖南
省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新松树桥村种粮大
户谭晓湖，对这一季粮食收益充满信心。
　　今年，谭晓湖流转的 418 亩耕地经营权，
全部是从区里新成立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拍
得的。“减少了好多麻烦，节省了成本。”谭晓湖
说，“不必再一家一户去跟村民签流转合同了，
最大的好处就是土地连片了。”
　　从去年 9 月开始，赫山区试点土地数字
化改革。区里成立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负
责包括土地经营权在内的 10 多项村集体所
有资产的流转交易。赫山区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总经理彭玲介绍，辖区内的村民以自己的
土地经营权入股本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变

“户户包田”为“人人持股”。村里把这些土地
集中起来上报给中心，中心进行数字化登记

后，再将土地整合、包装，以产品形式通过
网络平台发布，并竞价拍卖经营权。
　　截至今年 5 月，赫山区共挂网土地
4.6 万亩，成交 4.3 万亩，涉及流转主体 65
个，其中种粮大户 23 个、农业合作社等其
他经营主体 42 个。
　　谭晓湖就是种粮大户之一。过去，他
流转的土地这里一块、那里一丘，被分成
了 10 多片，不少还是被其他村民的田包
围的“孤岛田”。这给他带来很多不便，比
如施肥打药，因为田块面积小，使用无人
机就很容易将化肥农药误洒到别人田
里，只能采用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的人工
方法；再比如“孤岛田”里种的水稻品种，
只能和周围田块一样，不然因为田间管理
进度不同，又会影响别人。

　　谭晓湖大致算了笔账，尽管每亩地的流
转成本比过去多了 100 元，但机械作业、无
人机作业的条件好了，用工成本大大减少，
每亩每季总成本至少可以降低 120 元。
　　把土地流转出去的村民也能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据彭玲介绍，村民除了获得自家土
地的流转收入外，全村土地拍卖的溢价部分还
会以 3 种形式返还给村里：10% 给村集体，
20% 给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70% 则按人头平分给持股村民。
　　泉交河镇副镇长胡建科说，在新松树桥
村，总计 4401 亩耕地的入股率达到了 95%。
　　因为土地连片了，今年谭晓湖终于可
以按自己意愿种上统一品种，和米厂签订
单。这样，每亩每季至少又能多赚 100 元。

（记者周勉、程济安）新华社长沙 6 月 12 日电

　　 58 岁的王志成是河北邯郸曲周王庄村
的种地“老把式”，最近他承包的 550 亩麦田
即将收获。
　　“别看现在都是机器收割小麦，但要求的
技术可不低。”王志成说，2016 年 3 月，他购
置了小麦联合收割机，但发现转速高了油门
跟不上容易熄火，转弯太快部分小麦收割不
到，有的地块小麦长势好，有的地块小麦长势
略差，前进速度相同机收率相差不小……
　　好在曲周县近些年都举办职业农民培训
班，他报名参加后，发现驾驶小麦联合收割
机，有些类似驾驶手动挡汽车，需要不断观察

“路况”，对不同长势、不同坡度、不同种植方
式的农田进行针对性调整，让机损率降到
最低。
　　 2020 年，县里农民培训班讲授了植保
无人机的使用方法，王志成和不少农民用了
不到一周就拿到了相关证件，回家后他立即
订购了几架无人机。“真是考证容易实践难
啊，一下地才知道飞行速度、飞行稳定性、飞
行高度很难同时把握，不得不又找专业机手

来帮忙，他们一边操作我一边学习，直到今年
3 月，终于能熟练操作了。”
　　有专业的农机组织为何还要自己来？王
志成说，他 16 岁就下地干农活，年轻时最不
愿意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太辛苦，但没别
的本事。13 年前，他突然尝到了“科技种粮”
的甜头，开始离不开庄稼地，越种越有劲。
　　中国农业大学 20 世纪 70 年代在曲周县
改土治碱，第二代试验区就在王庄村，后来在
曲周建立实验站，离王庄村只有 2 公里。王志
成经常远远看到各种机器设备在农田中运行，
本以为这些离生活很遥远。“2000 年以后，村
里不少人开始外出务工，一些人的农田委托他
人耕种。2009 年我成立了合作社，开始流转别
人的农田，没想到一开始中国农大的老师就来
帮助我，告诉我大面积耕种的注意事项。”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曲
周实验站副站长张宏彦说，得知王庄村有了
合作社，当年他们在小麦播种期就来到合作
社种植的地块，看到田间麦垄不够宽，可能会
影响小麦生长的透光、透风，导致小麦产量降

低，就建议王志成改变种植方式。但当时王志
成相信自己的经验，于是选择了两个相邻的
地块进行比较。结果，在收获时王志成主动跑
来要拜师。
　　此后，王志成对中国农大的各种机械产
生了浓厚兴趣，还把参加展会、培训、考察作
为提升自我的一个重要手段，多年来到过全
国 10 多个城市进行自我“充电”，流转的土
地也从刚开始的 100 多亩增加到 550 亩。
　　王志成说，见的越多越感觉自己知识
匮乏，各类农业现代化技术层出不穷，必须
不断学习掌握其中精髓，才能进一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各类农机进行改装，从
而在连年丰收的基础上继续提升粮食产量
和质量。
　　类似王志成这样的新型农民在我国越来
越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在各地大量出
现。“三夏”期间，河北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
收割机、拖拉机、夏玉米播种机等 200 万台
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其中不少机械的熟练操
作者都是种田“老把式”。

　　目前，王志成的合作社内摆放着各式
各样的农业机械，同时各种型号的扳手、钳
子、螺丝刀等也随处可见。王志成说，几乎
每台机械上都有他整合组装的印记，如在
小麦收割机上安装开沟器、犁地机上加装
附犁等，最让他得意的是玉米播种机上巧
妙设置了清垄器。
　　“我在玉米播种机第二开沟器的上方
安装清垄器，不仅有效防止了害虫对玉米
的危害，还能控制玉米播种的深浅度，而且
该播种机播种的玉米根部附近没有杂草生
长，为玉米的茁壮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王志成说，这个技术还获得了专利。
　　曲周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洪祥说，
近年来农机开始由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变，
看似各项操作难度降低，实则对设备拥有
者提出更高挑战，如何充分利用各个设备
发挥最大效益、如何对设备进一步改造提
升其作用等，仍然需要不断学习、研究，农
业也需要“活到老，学到老”。
 （记者赵鸿宇、郭雅茹）新华社石家庄电

追赶农业黑科技，“老把式”忙着学“新招”

麦田“比武”
  ▲ 6 月 12 日，青岛平度市南村镇桑园村，收割机一字排开准备参加比赛。
  当日，山东省农业农村部门在青岛平度市开展了以“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为主题的小麦
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助力夏粮增产丰收。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上接 1 版)在西口村党群服务中心，几十面墙
壁满是各色墙绘，艳丽而灵动，灰头土脸的老房子一
下“活”了起来。这些作品都是近几年创作的。尤其
在 2021 年，西口村举行了第一届阿尔山市乡村墙绘
艺术大赛，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浙江艺术职业学
院、广州美术学院附中等 8 所院校，近千人次来到西
口村，长达数月进行墙绘创作，总创作面积超 1000
平方米。
　　“当时来的人老多了，我家餐馆 50 张桌子都挤
不下。”在村里经营新村饭店的周海英说，“城里人吃
了咱村里的清炖笨鸡香得连汤也喝光了。”想起去年
的好买卖，周大姐很激动，她坦言，自家饭店多年来
经营状况不好，去年借助墙绘大赛竟赚了 30 万元。
　　师生本就是人流，精美的墙绘则吸引来更大的
人流。文化和旅游部派驻西口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黄
玉洋欣喜地说，周边地区的游客听说西口村墙绘搞
得热闹，纷至沓来。“为了满足游客的新奇感，我们不
断丰富旅游供给，打造出‘西口十八景’‘西口十八
碗’‘西口十八款’，让游客既玩得好，又吃得好，更连
他们的后备厢装什么，也考虑齐全了。”黄玉洋说。
　　墙上开“花”墙外香，小小墙绘引来了痴迷青山
绿水的人，也正在为父老乡亲筑起金山银山。今年
53 岁的村民刘涛说，这几年乡亲们的笨鸡、笨鹅、鸡
蛋、豆包根本不愁卖，尤其是山里采的黄花菜、木耳、
榛蘑等“山货”，采多少游客就买多少，“一些主播还
来直播带货，我们村的‘土味’‘野菜’一下飞出了大
山。”
　　买了两大包蒲公英、几个柳编工艺品，还买了村
里自行设计的印有“西西卡通人物”的冰箱贴、白色
T 恤、手机壳，珠海市大学生小琪将行李箱打包得鼓
鼓囊囊的。这是小琪第二次来西口村，第一次是来
创作墙绘，这一次则是专程带父母来旅行。
　　明水河镇镇长王树庆高兴地介绍，这几年西口
村的旅游真是“火”了，不仅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更
是几何倍增。“2018 年，我们村集体经济为零。靠着
运营民宿、销售文创产品、直播带货、承包食堂，
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24 万元。今年才过去 6 个
月，集体经济就已经达到 35 万元，翻番不成问题！”
他感叹，文化旅游让西口人“翻了身”，2016 年人均
年收入仅 4000 元左右，2021 年增至 16000 元。
　　夏日炎炎，阿尔山市草木葳蕤，西口村各色野花
香气袭人。这几天，黄玉洋等村、镇、市各级干部，都
在围着西口村忙碌，第二届阿尔山市乡村墙绘艺术
大赛正式启动。而村东头，周海英正在雇人抹墙铺
地，改造一个能容纳 70 人的民宿，“今年计划大赚一
笔”。从东到西，从里到外，干部们和村民们正在火
热“奋战”旅游季，乡村振兴的精神头倍儿足。
         新华社呼和浩特 6 月 12 日电

墙上开“花”墙外香

　　(上接 1 版)转型发力，澎湃发展动能。
　　一声声汽笛长鸣，武汉新港一片忙碌。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7 月在武汉新港阳逻集
装箱港区考察时提出的“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
道”，正逐渐变为现实。整合全省港口资源、升级硬
件设备、优化运输结构、丰富航线体系…… 2021
年，阳逻港作业效率已从 2013 年每小时 22 吊，提
高到每小时 27 吊；年吞吐量从 2013 年的 76 万标
箱增加到 184 万标箱。
　　大江奔腾，千帆竞发。
　　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全力打造绿色
崛起“湖北路径”，提升发展“含新量”“含绿量”，湖北
编制实施《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
体规划》，以负面清单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
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实现“留白”发展，留足“绿色”
空间。

“奋力谱写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两年前，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湖北经济坠入寒冬，
2020 年一季度经济总量下降近四成。
　　 2020 年 3 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
控工作。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对湖北提出殷切
期待，“希望湖北的同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作为、
奋发有为”“奋力谱写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成为湖北干部群众
疫后重振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总纲。
　　抓住政策“窗口期”，托住“基本盘”。
　　在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的扶
持下，湖北抢抓“窗口期”，实施退税减税降费等一系
列政策举措，给企业运营成本做“减法”，为企业资金
支持做“加法”。今年一季度，湖北 41 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 39 个保持正增长。
　　拼出“加速度”，重返“主赛道”。
　　 34 天完成供地、160 余天实现主体结构封
顶…… TCL 华星扩产项目正加速建设。“半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空地。”承建方中建三局项目经理戴超
介绍，作为湖北打造“光芯屏端网”全产业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项目相关审批全面提速。
　　随着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截至 2021 年 12 月
底，湖北全省新发展市场主体 112.46 万户，同比增
长 53.9%；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697 家，新增数
量为近五年最高。2021 年湖北 GDP 首次突破 5
万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锚定高质量，变局中开新局。
　　放眼荆楚，投资 75 亿元的前沿生物技术产业园、
一期投资 100 亿元的比亚迪襄阳产业园等一批高质
量发展增长点正加快培育。2022 年一季度，湖北亿元
以上施工项目 6966 个，同比增加 1264 个；工业技改
投资增长 29.6%，快于全部投资 9.6 个百分点……
　　江潮奔涌，风帆高悬。
　　湖北，曾经的战“疫”决战决胜之地，正在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上，奋楫扬帆、乘风破浪！
　         　新华社武汉 6 月 12 日电

本报记者李平、张璇

　　初夏时节，走进浙江省兰
溪市女埠街道穆坞村，成片枇
杷树挂满鲜果，色泽诱人，香味
弥漫山野。作为兰溪市枇杷种
植面积最大的穆坞村，全村
403 户居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
枇杷。
　　种植了 23 亩枇杷的村民
童小娟告诉记者：“一开始也担
心卖不动，结果一摘下来就卖
掉了，大的白沙枇杷能卖到每
斤 27 元左右。”童小娟预计今
年卖枇杷收入超过 7 万元。
　　“今年枇杷迎来了大丰收，
预计有 5000 吨产量。”穆坞村
党支部书记王茂星说，今年一
些地方的客人过不来，村里加
大枇杷“触网”力度，帮村民解
决枇杷卖难问题。
　　“通过直播带货，枇杷远销
到了新疆和海南。”王茂星说，
现在枇杷完全不愁卖，线上线
下采购枇杷的商人比去年增加
了 30%，预计今年全村枇杷产
值达到 2000 多万元。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从浙
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引进 1 万
棵枇杷苗，到如今村里枇杷种
植面积达到 5500 亩，枇杷已
是村民的“致富果”。当地村民
靠着种枇杷，家家户户盖上了
新房，80% 的村民买上了汽
车，村民人均年增收 1.5 万元
以上。
　　稍比枇杷晚几天上市，初
夏里的这口“鲜”自然少不了杨
梅。“杨梅很怕下雨天，雨一下
就影响品质和口感。”兰溪市马
涧镇的杨梅种植户汤友贵几年
前开始布局大棚杨梅，这几年
尝到了“甜头”。
　　手机点一点，大棚就可以
自动卷膜，晚上让杨梅吹吹风，
呼吸新鲜空气；棚里的喷灌系
统自动给杨梅树喷水，同时实
时反馈棚内的温度、湿度等环
境数据……在精密的数字化调
控下，杨梅能保持好的品相和
甜度，价格更好。
　　“大棚杨梅的数据，可以直
接传到兰溪市农业农村局。农
技推广员还会指导我们种好杨
梅。”汤友贵说，现在他的杨梅

能卖到 60 元每斤，有的甚至达到 120 元每斤，
去年杨梅销售额达 400 万元，今年预计达到
500 多万元。
　　兰溪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赵庆鸿说，兰溪已
种植 1500 亩大棚“科技”杨梅，每亩产值是普
通露天杨梅的 4 到 5 倍。
　　“近年来，我们引进杨梅深加工企业，将杨
梅果变成杨梅汁，带动了整个杨梅产品的销
售。”马涧镇党委书记许文芳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有了深加工企业的兜底，当地杨梅收购价从
原来的 2 元每斤提高到如今的 5 元每斤，并为
全镇杨梅产业贡献了近 1 亿元的产值。
　　许文芳介绍，依托杨梅特色产业等，目前马
涧镇 13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年均达到了 50
万元以上，全镇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4.6 万元。
　　 2022 年，兰溪市预计产枇杷 1 万吨左右，

“触网”枇杷销量占比达到 40%；而作为浙江省
大棚杨梅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市，兰溪杨梅今年
有望达到 3 万吨，两个时令水果将为 1.8 万名
农民增收 30%。
　　“通过拓宽销售渠道、改变种植方式、加大
科技赋农力度，兰溪的‘触网’枇杷、‘科技’杨梅
已走出农特产品拼‘量销’的怪圈，转型走‘质
销’，成为长三角市场的香饽饽，并成为当地农
民‘共富果’。”赵庆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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